
别拿中国说事儿
新华社记者 蒋国鹏

世界如江湖!各色人都有!阴谋论"

厚黑学不一而足#

有这么一些人! 出于一己之私!极

尽抹黑"挑拨之能事!乐此不疲地拿中

国说事儿!忽悠江湖中人$中国是威胁#

本月
!

日 ! 美国国防部发布最新

%国家军事战略&报告!将中国列为对美

国安全保障构成威胁的国家!称不得不

加强警惕' 报告妄言!中国在南海岛礁

扩建活动加剧亚太紧张局势'

这份报告是
"#!!

年版美国 %国家

军事战略&的更新版!也是继今年
$

月

发布%涉华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以来!

美方再次对中国军力发展妄加揣测和

评论!继续渲染(中国威胁论)!对中国

在南海维护领土主权和安全利益的正

当行为说三道四'

同日 ! 日本政府也颇为 (默契 )

地发布
"#!$

年版 %防卫白皮书 &概

要 !继续渲染 (中国威胁论 ) !强调日

本周边安全形势持续严峻 ' 报告称 !

日本强烈关切中国在南海 (快速且

大规模地强制进行填海造岛活动 ) !

称这是中国对周边国家 (持续的高

压措施 ) '

美日两国如是针对中国的(一唱一

和)!近年来已经不止一次上演'

五角大楼发布包含干涉中国事务

内容的%国家军事战略&报告前!中美两

国刚刚结束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

话' 在对话中!双方以坦诚"深入"建设

性态度!就南海问题交换了意见' 对话

结束仅一周! 美方便抛出这样一份报

告!不由得让人感到遗憾'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美国积极

兜售(中国威胁论)早已不是什么新鲜

事'华盛顿的一些政客"利益集团代言

人!不仅拿(中国威胁论)忽悠人"发军

火财! 也靠这一阴谋论为强化美国军

事实力以及实现其他利益企图 (背

书)'

很大程度上!奥巴马政府亚太政策

的实质!就是以(中国威胁论)为抓手!

通过推动所谓(亚太再平衡)战略!借力

盟友以及可以联合的力量!因应中国的

快速崛起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所谓(不

确定性)!进而充实"巩固美国在亚太地

区的主导地位'

然而!带有冷战思维的(亚太再平

衡)战略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会向地区

国家释放错误信号!刺激(小国绑架大

国)局面产生!加剧中美关系由利益摩

擦滑向战略对峙风险!进而导致美国在

亚太地区陷入(不平衡)的战略被动' 这

应该不是美方希望看到的'

更加危险的是!安倍政权借力美国

(亚太再平衡)战略!大肆渲染(中国威

胁论)!致力于解禁集体自卫权"修订日

美防卫合作指针"扩大自卫队海外军事

活动!不断挑战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

的战后国际秩序' 对此!华盛顿竟采取

默许纵容的态度'

这是在玩火' 玩火者!须当心被火

烧'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周观天下

米兰世博会中国馆举办云南日活动
据新华社米兰

!

月
"

日电 !记者

关桂峰"当地时间
%

日上午#米兰世博

会中国馆举办云南日活动$ 作为
"#!$

年米兰世博会中国馆唯一的驻场演出

节目#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哈尼古歌&再次唱响中国馆#其蕴含的

古老农耕文明和独特的民族文化吸引

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赏$

据了解#%哈尼古歌&每天至少演出

$

场$舞台上#哈尼族少女热情的微笑和

婀娜的舞姿# 伴随着动人的民族音乐#

赢得了观众的称赞$ 来自英国的观众朱

莉说#很喜欢%哈尼古歌&的演出#哈尼

梯田代表的古代农耕文明令人神往#庆

祝粮食丰收的场面给她留下了深刻印

象$ 意大利观众马克则表示#中国馆内

容很丰富#他对云南的民族文化'音乐

和服饰很感兴趣#准备到云南去旅游$

%哈尼古歌&入驻米兰世博会#是红河

哈尼梯田文化景观申遗成功后在全球性

展会的首次亮相$ 哈尼梯田至今有
!&##

多年历史#总面积约
!##

万亩$ 梯田景观

宏大壮丽#气势磅礴#仅世界文化遗产核

心区元阳县境内就有
!'

万亩梯田$

"#!&

年
(

月#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成功入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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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反法西斯贡献不可磨灭
!!!世界眼中的中国抗战

新华社记者 赵悦 刘莉莉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

周年$

在那场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的

大对决中#中国与其他和平力量前仆后

继# 为人类的自由与未来浴血奋战#尽

管付出惨重代价#但最终赢得了胜利$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当下#国际上仍存在各种矛盾和冲

突#发生战争的风险依然存在$ 从世界

角度看#铭记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

正义角色和巨大贡献#对于捍卫历史真

相#辨明国际现实中的大是大非#维护

亚洲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都有着鲜明'

深刻的时代意义$

睡狮觉醒$$$中国是世界反法西

斯的东方主战场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

!'&!

年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 (九一八)事

变#开始侵略中国后#中国人民揭开了

反击日本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中国抗战从(九一八)后的局部抗

战算起为
!%

年#从
!'&7

年全民族抗战

算起则为
8

年$ 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

最早开辟反法西斯战争的战场$ 中国抗

战时间远超英国'苏联'美国等抗击法

西斯侵略的时间$

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日本问题研

究专家车在福认为#作为主战场#中国

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一直处于胶着

状态#在此过程中#中国军队进行了长

期'顽强的殊死战斗#对最终击垮日本

法西斯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中国战场#中国军民消灭了绝大

多数的日本军队$ 据日本统计#日军在

战争中共伤亡
!'$

万人#其中在中国战

场伤亡
!&&

万人 * 在中国战场被击毙

%%4(

万人#在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被击

毙
!'

万人# 苏联军队在远东战役共击

毙关东军
8

万人$ 战败后#向中国投降

的日军达
!"84&

万多人# 约占在海外投

降日军的半数$

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主任安东尼

奥+米西罗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国在反法西斯东方战场中发挥了关

键作用$ 亿万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民

搁置分歧'同仇敌忾#一致抗日$

新加坡二战历史研究会副会长韩

山元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坚持抗

战#做出了很大贡献*国民党的很多将

领#如戴安澜将军'张自忠将军等#也做

出了很重要的贡献#令人钦佩$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

际研究院高级研究学者胡逸山指出#在

抗日战争前几乎一百年里#中国不断受

到外强侵略#而抗日战争的胜利帮助中

国向摆脱半殖民地的方向迈出了重要

一步#让中华民族再次站了起来$

中流砥柱$$$中国对世界反法西

斯贡献有目共睹

毛泽东如此评价中国抗战的贡献,

(中国是全世界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

个最大国家之一#是在亚洲大陆上反对

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国家$ )(中国在八年

抗日战争中#为了自己的解放#为了帮

助各同盟国#曾经作了伟大的努力$ )

国际专家一致认为#中国人民的抗

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

成部分#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

利发挥了巨大作用$

---中国抗战打破了日本配合德

意法西斯的计划# 为盟国赢得准备时

间$ 中华儿女奋勇杀敌#牢牢牵制住日

军主力# 粉碎了法西斯轴心国东西配

合'称霸世界的图谋#为英'苏'美等反

法西斯力量赢得了宝贵的应战时间$

---中国军民英勇抗战#有力地支

援并配合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西方

战场$ 众所周知#苏德战场是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的西方主战场#而中国的抗战

成功粉碎了日本(北上)'联手德国法西

斯夹击苏联的计划$

俄中友好协会第一副主席库利科

娃说#日本
!'&!

年出兵侵占中国东北#

对苏联构成严重威胁#但中国军队的英

勇抵抗使日军无力对远东苏军发动大

规模袭击$

---中国在反法西斯的国际战场上

作出了无私奉献$中国派出的远征军#参

与过进攻缅甸北部日军'打通中印公路'

解救盟军等一系列战役# 取得了一系列

重大胜利#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灭亡$

---参与建立战后国际秩序#维护

国际安全$ 中国抗击法西斯的伟大贡献

和中华民族英勇不屈的精神#赢得了世

界的尊重和肯定#因此与反法西斯同盟

中的美国'苏联'英国'法国等一道#成

为建立战后秩序的核心力量$

车在福认为# 二战给世界政治'经

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带来巨大

变化$ 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以战胜国

为中心成立了联合国$ 特别是联合国安

理会常任理事国由美'英'中'俄'法组

成#它的作用就是阻止战争$

面向未来$$$维护反法西斯胜利

成果意义深刻

今年对于赢得抗战胜利的中国具有

特殊的意义#事实上对于日本也是不同寻

常的一年$日本本应在这个重要的时间点

深刻反省历史#承认侵略罪行#向受害国

人民真诚道歉#从而实现与邻国的和解$

然而#以安倍为首的日本右翼势力

却为军国主义扬幡招魂#不但在历史问

题上闪烁其词'混淆视听#而且大力推

动修改和平宪法#并炮制出意在实现军

队扩张的(安保法案)$

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研究员'中国

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汤重南认为#日本

右翼势力颠倒黑白#模糊侵略战争的性

质# 是对战争受害国人民的再次伤害$

日本的危险政治动向已引起国内外爱

好和平人士的高度警惕$

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
(

月
'

日在

日本记者俱乐部发言时指出#战争会让

人疯狂#不能让日本年轻人再次陷入这

种状态#无论如何都不能再有战争$ 日

本所幸有和平宪法# 即使出现危机#也

应该付出更多的说服努力解除危机$

菲律宾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卢

祖荫说,(必须警惕任何企图为日本军国主

义翻案'为法西斯主义招魂的言论#要共同

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

美国波士顿学院历史学教授德温+

彭达认为#尽管诚实面对历史不能改变

战争已经造成的巨大创伤#却能为日本

与邻国的紧张关系降温#这有助于亚太

地区局势的稳定$

可见#国际社会正在敦促日本右翼

势力尽快反省'承认历史#吸取惨痛教

训#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安全着想#尽快

打消不切实际且危险的念头$

专家们对日本该如何与和平(相向

而行)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韩山元认为#

对于日军在二战中的侵略行为#日本应

拿出实际行动#防止其在未来重演$

韩山元指出#德国在战后赢得尊重

是因为有实际行动#根本不可能发生参

拜战犯的情况#历史教科书里也是非常

明确地否定纳粹# 不像日本篡改历史'

掩盖侵略罪行$德国还尽力赔偿给其他

国家造成的损失# 但日本并没有这样

做#日本政客道歉之后转身就去参拜靖

国神社$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

月
"

日!在希腊雅典郊区的一个投票站!一名妇女在投票' 希腊
"

日就债权

人提出的解决希腊债务问题的协议草案举行全民公决' 新华社发

!"#$%&'(

中国土司遗址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

月
-

日!在德国波恩举行的第
%#

届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国家文物局副局长

童明康*前中+代表中国政府发言' 中国土司遗址
-

日在第
%#

届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世界遗产大会+上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
-!

处世界遗产' 新华社发

世界气象组织#欧洲热浪还将持续数天
,

月
-

日!在瑞士日内瓦的联合国

广场!人们戏水避暑'当天!日内瓦最高温度达摄氏
%,

度'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

莱尔,努利斯
%

日在日内瓦表示!当前(烤)验欧洲大范围地区的热浪不会立即缓

解!未来数天欧洲许多地区还将出现高温或极端高温' 新华社发

埃及军方空袭炸死 !"名极端分子

据新华社开罗
!

月
%

日电 !记者

马岩" 埃及安全部门一名官员
%

日证

实#埃及军方在前一夜对北西奈省多个

极端分子藏匿点发动空袭#共炸死至少

&(

名极端分子$

这名官员对新华社记者说#空袭从

&

日深夜持续到
%

日早晨#目标是北西

奈省谢赫祖韦德市和拉法市的多个极

端分子藏匿点$ 据信#这些极端分子隶

属于效忠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耶路

撒冷支持者)组织$

埃及总统塞西当天突访北西奈

省#视察了部署在当地的军队和警察#

他鼓励参与反恐行动的军警# 表示他

们在履行 (维护国家安全的伟大使

命)$

美国华盛顿举行独立日大游行
,

月
-

日! 军人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宪法

大道上参加游行'当日!华盛顿举行各种活动!庆祝美国第
*%#

个独立日'新华社发

全民公决将把希腊带向何方
新华社记者 陈占杰 刘咏秋

希腊人
$

日走向投票站#决定是否

接受债权人提出的(改革换资金)协议

草案$ 投票结果事关希腊经济前景#更

关乎希腊在欧元区的地位乃至整个欧

元区稳定$

民意分裂 结果难测
!!

最新民意调查显示# 希腊民众对草

案支持和反对的比例十分接近# 最大差

距只有
!4%

个百分点$希腊%民族报&的民

调显示#

%%489

的受访者将在全民公决中

投出支持票#

%&:%;

反对$在另外两份民调

中#反对者比例为
%&;

#支持者为
%":$;

$

如果再加上民调采样和统计误差#

全民公决结果更难预料$

不过#这些民调都有一个共同点#就

是
7#;

以上受访者都表示不愿离开欧元

区$因此#不管公决结果如何#任何当政者

都会把让希腊留在欧元区作为第一要务$

现任总理齐普拉斯显然把宝押在

了希腊人否决协议草案上$ 他在全民公

决前最后一场群众集会上#再次号召民

众大声对债权人的最后通牒说(不)#称

这样不但会让希腊留在欧元区#还会使

希腊取得和其他成员国平等的地位$ 他

承诺#否决债权人的协议草案不会让希

腊走向破产#也不会让希腊面临退出欧

元区的风险$

与此同时#约
":$

万名协议草案支持

者举行集会#高喊(支持希腊#支持欧元)$

如果支持草案者占上风#希腊与债

权人达成协议的概率将增加#但这仍需

一个过程$ 假如齐普拉斯下台#希腊就

需要改组政府'组建联合政府甚至重新

举行大选$ 无论出现哪种可能#希腊组

建新的谈判团队都需要时间$

被踢出欧元区概率低

如果反对者在全民公决中占多数#

齐普拉斯的执政地位至少在短期内会

得到加强$ 但问题在于#国际债权人会

怎么应对. 退出欧元区会否提上日程.

国际债权人对全民公决的第一反

应是停止提高给希腊银行的紧急流动

性上限$ 虽然希腊银行资产负债表尚属

稳健#但过去几周在谈判问题上的不确

定性让存款人冲向银行挤兑#希腊银行

靠欧洲央行不断增加紧急流动性才得

以维持运转$ 欧洲央行决定停止提高紧

急流动性上限后# 为避免银行系统崩

溃#希腊只好实行资本管制$

(

月
&#

日#

希腊未能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到期

贷款$

德国总理默克尔
!

日再次批评希

腊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单方面中止与

欧元区其他成员国谈判#称德国在公决

前无法与希腊协商新的救助计划$ 法国

总统奥朗德
"

日说# 如果希腊在公投中

反对协议草案#欧洲将进入(未知)领域$

欧元集团主席戴塞尔布鲁姆则放

话说#如果多数希腊人投反对票#欧元

区将不会继续给希腊提供援助#希腊继

续留在欧元区将会变得(极度困难)$

况且#时间也不在希腊一边#因为
7

月
"#

日希腊还有欧洲央行一笔
&$

亿

欧元欠款要还#无法偿还意味着希腊违

约愈发严重$

专家指出#希望希腊退出欧元区者

只占很小一部分#绝大多数反对者寻求

的是与债权人达成对希腊更为有利的

协议$

从欧盟立场来看#虽然过去几年特

别是过去几个月#希腊已让欧盟(受够

了)# 但主张希腊留在欧元区的意见目

前仍占上风$ 这不但是因为希腊所处的

地缘战略位置#也是因为希腊作为欧洲

文明摇篮的特殊象征地位$ 因此#直接

把希腊踢出欧元区仍将是低概率事件$

经济受创 改革必行

希腊自
(

月
"'

日实行资本管制#就

像一次退出欧元区的预演$ 尽管预演规

模和强度相比真正退欧都要差很多#也

已重创希腊经济$

按照泛希腊出口商协会的统计#资

本管制以来# 出口业每周损失
8###

万欧

元#而进口原材料和产品的短缺额已高达

(

亿欧元$ 由于正值夏季旅游高峰期#希

腊旅游企业协会估算#资本管制让旅游市

场每天损失
$

万游客的订单$ 有专家估

计# 如果资本管制持续比较长的时间#希

腊会损失
$;

到
7;

的国内生产总值$

银行业人士则认为#即使以过去几

天每天被提出约
$

亿欧元的速度来算#

希腊银行能否在资本管制的第一个周

期结束后开门营业都是问题$

雅典工商会主席米哈洛斯写信给

齐普拉斯#称(一旦银行关门#实体经济

的心脏就会停止跳动)$ 有分析人士评

价道,(先是社会剧痛#接着会是政治剧

痛#然后剧痛会往方方面面扩散$ 而民

众尚不清楚#会痛到何种程度$ )

希腊一度是欧洲文明乃至整个西方

文明的源头#但近代以来与文艺复兴'工业

革命等机会一次次擦肩而过# 不但在经济

上雄风不再#在政治文化'社会治理等方面

也日益落后$ 漠视国家利益的庇护主义在

希腊大行其道# 盘根错节的家族和地方势

力仍是左右希腊政局的重要力量# 整个国

家始终难以形成一股向前发展的合力$

有评论认为#希腊目前的问题主要还

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目前的危机

和欧盟这样一个外力为希腊提供了改革自

新的机会$ !新华社雅典
!

月
"

日电"

伊朗代表对按期达成伊核问题全面协议表示乐观
据新华社德黑兰

!

月
"

日电!记者

杨定都 付航"伊朗谈判代表'副外长阿

拉格希
$

日说#正在维也纳举行的伊朗

和伊核问题六国!美国'英国'法国'俄

罗斯'中国和德国"谈判取得积极进展#

有可能在谈判截止日期
7

日按期达成

伊核问题全面协议$

半官方的伊朗学生通讯社援引阿

拉格希的话报道说#会谈成功减少了分

歧#但还没有完全消除分歧$ 各方都决

心在本轮完成谈判#因为延期对谁都不

利$阿拉格希补充说#最终协议达成后#

西方对伊朗的金融和经济制裁将全面

解除#伊朗也会开始履行承诺$

伊朗外长扎里夫
&

日在视频网站

<6=>=2?

上播放的视频讲话中说#尽管谈

判依然存在分歧#但(我们从未如此接近

取得一项持久的结果)$扎里夫说#伊朗的

谈判伙伴(需要作出一项重大的历史性选

择)$如果达成一项平衡的好协议#将会为

应对共同的重大挑战开辟新的视野$但他

也同时表示#无法保证谈判取得成功$


